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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2                               证券简称：邦讯技术                           公告编号：2016-012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海舰 独立董事 
2015 年 12 月 1 日公告离职，

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60,02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邦讯技术 股票代码 3003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传世 范晓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 号益园文化创

意产业基地 A 区 4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80号益园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 A 区 4 号楼 

传真 010-65800000-8166 010-65800000-8166 

电话 010-65800931 010-65800931 

电子信箱 zqb@boomsense.com zqb@boomsense.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致力于服务移动运营商，又借力运营商，以无线通信技术为基础，布局物联网领域，依托智能家居设备作为移动物联

网硬件入口，积累大数据和用户，开展移动物联网运营和服务，不断完善“智能硬件加保险”生态链，做移动物联网领军企业。 

公司传统业务是一家国内领先的无线网络优化系统提供商和设备供应商，专业从事无线网络优化系统的设计、实施和代维服

务以及无线网络优化系统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包括系统集成、设备销售和代维服务。系统集成业务指为电信

运营商提供移动通信网络优化覆盖服务，包括方案设计、现场施工、开通调试、项目验收等。设备销售业务指研发、生产和

销售无线网络优化设备，主要设备有：移动网络优化覆盖类的直放站、干线放大器、数字光纤射频拉远系统、天线及无源微

波器件等延伸放大设备；移动互联网接入设备WLAN系列产品。公司产品制式涵盖了所有主流的移动通信制式标准（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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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A、WCDMA、CDMA2000、TD-SCDMA、WLAN）。代维服务指为了保障无线网络优化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而进行

的日常维护及系统升级等。公司系统集成市场份额相对较高，主要依赖于公司较强的技术实力与遍布全国的直营营销服务网

络体系。近年来行业竞争重点由单纯的设备供应能力竞争逐步过渡到设备供应、系统集成及代维服务等综合实力的竞争，公

司在这两方面体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较大帮助。 

公司积极稳健的进行外延式发展扩张，逐步布局智能家居、手机游戏、互联网金融保险、智能可穿戴等移动物联网和互联网

领域，积累大数据和用户，开展移动物联网运营和服务，加快公司转型。 

报告期内，4G建设全面展开，中国通信行业维持增长态势，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不断推出，国企改革的不断落地和“一带一

路”的政策都有助于保障通信行业的长远发展，也加快了经济转轨步伐。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533,450,917.49 513,578,986.63 3.87% 285,866,43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24,369.96 9,134,180.40 -0.11% -58,394,64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2,674.03 7,067,201.39 -65.86% -60,045,29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69,142.30 -122,481,687.31 5.24% -110,570,318.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1.16% -0.01% -7.1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651,691,993.28 1,514,301,149.96 9.07% 1,277,918,44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4,088,362.49 789,156,334.52 0.62% 780,169,791.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1,799,733.17 132,883,938.08 107,052,619.82 181,714,6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3,185.55 1,393,390.25 2,066,174.40 3,811,61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8,761.81 1,321,378.09 2,054,204.82 -2,771,67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89,849.81 -24,107,449.59 50,792,458.29 -29,964,301.1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82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3,75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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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

数 

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庆文 境内自然人 36.64% 58,632,000 43,974,000 质押 42,160,000 

戴芙蓉 境内自然人 17.35% 27,768,000 20,826,000 质押 23,900,000 

杨灿阳 境内自然人 3.00% 4,800,000 3,600,000 质押 4,800,000 

银河资本－西

部证券－银河

资本－盛世景

新策略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0% 4,000,000    

石河子融铭道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3,600,000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盛世景

新策略 1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5% 2,000,090    

郑志伟 境内自然人 1.12% 1,800,000 135,000 质押 1,350,000 

傅朝阳 境内自然人 1.06% 1,689,500  质押 1,021,00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0.86% 1,382,903    

吴凤莲 境内自然人 0.75% 1,20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庆文、戴芙蓉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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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345.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87%；营业利润511.5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76%；利润总

额747.8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2.4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1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销售收入 182,737,917.27 109,965,306.62 39.82% -6.21% -10.46% 2.85% 

集成收入 344,156,340.01 160,396,110.97 53.39% 8.84% 14.01% -2.1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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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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